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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ck-online 德文法學資料庫使用簡介∗ 

林三欽（東吳大學法律學系副教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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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 

一、德國法學資料庫概覽 

相對於美國法學資料庫發展時間早、且規模龐大；德國法學資料庫發展的較

晚，且規模顯得略小。即使如此，德國現有的法學資料庫仍有高度的使用價值與

影 響 力 。 比 較 知 名 的 法 學 資 料 庫 除 了 beck-online 之 外 ， 尚 有

juris(http://www.juris.de/)、LexisNexis(http://global.lexisnexis.com/de)以及 Legios
（http://www.legios.de/）等，其中又以 beck-online 影響力最大 1。原因在於

beck-online 係由德國最大的法學出版公司 C.H.Beck 所經營，而由於 C.H.Beck 的

實體法學出版品非常完整（包含期刊、教科書、註釋書、論文集等），且其出版

的圖書文獻在許多法律領域都是最具影響力的，挾其龐大的實體出版資源，到目

前為止 beck-online 已經營造出一套跨越不同法律學門、兼顧不同需求（學術、

實務、學生學習等）的綜合法律資料庫。據瞭解，國內目前有採購德國法學資料

庫的大學計有台大、政大、東吳與清大等四校，都是採購 beck-online。可見

beck-online 的確是德國法學資料庫的首選。不過其他幾個資料庫也各有其強項

（例如 juris 所收錄的判決最完整），其間有互補功能。若將來經費允許，或可考

慮陸續增購。 

 
Beck-online 首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請參見德國 Düsseldorf 大學資訊法研究中心的評鑑報告 

（http://www.jura.uni-duesseldorf.de/informationsrecht/studie/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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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的基本資料 

（一）收錄資料之範圍 

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所收錄的資料以 C.H.Beck 出版社實體出版品的電子

版為主，但 beck-online 也陸續收錄一些專為法學資料庫開發的文獻，主要是法

典的註釋書以及法律條文等。本資料庫主要的收錄內容包含 C.H.Beck 出版社所

出版的期刊、註釋書、法典、法律書狀範本等，詳細的收錄內容，請點選畫面左

側 Inhlat 的圖樣，即可瀏覽。有關法院裁判的部份，beck-online 資料庫也有收錄，

但主要係以曾經刊載於 C.H.Beck 出版社所出版的期刊中者為限。 
 

 
資料庫收錄文獻目錄 

（二）資料全文呈現的格式 

由於 beck-online 資料庫的最大支柱是 C.H.Beck 出版社的實體出版品，因而

系統設計者刻意維持資料庫全文與實體出版品的對照關係。雖然 beck-online 的

全文資料並非使用 PDF 檔，但其藉由標示實體出版品每一頁的相對起迄位置，

可以使讀者在瀏覽資料庫時，輕易地得知某一段落全文資料在實體出版品上的頁

數或邊碼。因此在引用本資料庫的全文資料時，仍得以與引用實體資料相同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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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來引註；而不必註明網址、瀏覽日期等資訊。 

 

資料全文顯示格式 

（三）首頁畫面簡介 

在您經由本校圖書館城區分館的網頁2，點選「電子資源」─「城區分館資

料庫」，並在「學科分科」的表格內點選「法律/政治」後，您可以在西文資料庫

的欄位中看到 beck-online 資料庫，點選之後您就直接進入 beck-online 資料庫為

本校所設定的系統頁，您可以系統頁右上角看到東吳大學的英文校名（SooChow 
University）。在英文校名之下，請您點選紅色欄位（Recht Steuer Wirtschaft），就

可以直接進入 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的首頁，左上角再次出現本校英文校名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欲在家中連線使用本校資料庫者，請在本校圖書館城區分館的網頁點選「電子資源」、

「校外連線」，參照其上的說明設定家中的電腦。 

實體文獻

頁數標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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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首頁 
 

沿著 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首頁畫面左側是一排符號選項，不論您正在翻

閱資料庫的什麼資料，這些符號都將一直在相同的位置顯示，這些符號選項包括：  
─Home：回到 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首頁； 
─Inhalt：顯示收藏資料之目錄，其將列出本資料庫所收錄之各種法律、圖書、

點選進入查詢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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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刊、裁判、法律書狀範本以及「資料組合」3等； 
─Suche：進入檢索功能； 
─Treffer：回到「檢索結果」清單； 
─Akte：檔案管理； 
─Service：服務項目； 
─Hilfe：疑難解答。 

 

 
此外，首頁還顯示： 

─Ihre Module：使用者所採購的資料組合，這代表可以檢索的範圍； 
─新收錄之期刊期別； 
─各法律領域之專業新聞； 
─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本身之最新消息，包括使用操作以及內容等方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由於本資料庫所收錄的資料類別與領域繁多，因而業者便依據各種不同的需求開發出

不同的「資料組合」，使用者可以僅購買特定的「資料組合」。本校所採購的是完整版，

換言之，beck-online 所收錄的大部分資料本校都能查閱。「資料組合」亦有限縮查詢範

圍的功能（詳後述）。 

回首頁 

顯示收藏資

料之目錄   

進入檢索功能  

回到「檢索

結果」清單  

檔案管理 

服務項目  

疑難解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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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索方法查詢 

（一）Tipps：進入檢索畫面後右側將適時提示檢索方法 

 一旦我們點選 Suche、進入「簡易檢索」或「進階檢索」功能，畫面右側將

出現一個以 Tipps（提示）為標題的粉紅色方塊，方塊內的文字將依據使用者正

在進行的檢索步驟，適時提示檢索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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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Hilfe 

 前述 Tipps 提示功能當然僅能做很簡要的提示，若使用者欲詳細瞭解

beck-online 的檢索方法，可以點選畫面左側的 Hilfe 符號，以查閱詳細的使用方

法。點選 Hilfe 符號後，使用者可以選擇「使用入門簡介」（Kurzanleitung）或「使

用手冊」（Handbuch）；而使用手冊又有 HTML 格式與 PDF 格式二種版本可供選

擇。 

 

貳、資料檢索 

 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的文獻檢索方法共計有四種，分別是： 
1. 「文獻出處」檢索（Fundstellesuche）； 
2. 簡易檢索（Komfortsuche）； 
3. 進階檢索(Spezialsuche)； 
4. 藉由「資料庫收藏目錄」（Inhaltsverzeichnis）檢索。以下分別介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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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文獻出處」檢索（Fundstellesuche） 

只要進入本資料庫，不論翻閱到哪一頁，都能在畫面上方看到 Fundstelle（文

獻出處）的字樣，其後並接著一個輸入欄位。這就是啟動「文獻出處檢索」

（Fundstellesuche）的地方。「文獻出處檢索」有二種使用方式，一種是輸入「文

獻出處」，一種是輸入關鍵字。 

 

（一）輸入「文獻出處」檢索特定文獻 

您可以如同平常引用文獻的方式一般輸入一個「文獻出處」。例如您可以輸

入 280 BGB4（德國民法第 280 條），然後點選 GO，您就可以在畫面上看到這個

條文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無須使用大寫，小寫亦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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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您輸入 NJW 99, 123，畫面就顯示出 NJW 這本期刊 1999 年度，總頁數第

123 頁的內容。 

 

  

 
或者您也可以輸入 MüKo BGB 611 5，來檢閱 Münchener Kommentar 系列註

釋書中，有關德國民法第 611 條編碼 5 的註釋內容。 
 
在此一功能之下，若您後續的檢索資料與前一次檢索有相同的資訊，則相同

的部份可以省略。範例： 
第一次：njw 1999, 299（完整輸入出處）； 
第二次：1998, 101（仍然是檢索 NJW 期刊，但年度與頁數改變）； 
第三次：1（仍然是檢索 NJW 期刊 1998 年度，但頁數改變）。 
 

最後，如果您欲檢索 nvwz 這份期刊中，與 Einkaufszentrum 關鍵字有關的文

獻，可於 Fundstelle 欄位下輸入 nvwz einkaufszentru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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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如欲瞭解beck-online系統所能辨識的縮寫、代號，可以點選Inhalt圖
樣，然後進入Gesetze、Bücher、Zeitschriften三個標籤項目內，即可在Abk.（縮

寫）項目下看到系統所承認的縮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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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輸入「關鍵字」檢索相關資料 

在 Fundstellesuche 處也可以輸入關鍵字，以檢索含有此一關鍵字的文獻。若

輸入二以上關鍵字，則可以同時表明其邏輯關係（未表明邏輯關係時，系統自動

認定為 und）： 
─und：二者都須存在； 
─oder：二者其中之一存在即符合條件。 
 

您也可以不輸入完整的關鍵字，而在結尾處輸入*記號，例如輸入

Grundrecht*，則不論是 Grundrechte、Grundrechten 或 grundrechtlich 都符合檢索

條件。 
例如我們可以輸入：vertrauensschutz* rückwirk* 

 
  

 
 



 13

二、簡易檢索（Komfortsuche） 

若要使用簡易檢索或進階檢索，則請先點選畫面左側的 Suche 符號，就可直

接進入簡易檢索模式；但可經由上方標籤的點選更換為進階檢索模式。簡易檢索

的畫面上方有一個基本條件設定區塊，後面還有三個可供勾選的欄位，這三個欄

位可依據使用者的需求自由選擇。一旦使用者點選其中一項，該項的內容便會開

展，使用者可設定更精確的檢索條件。若使用者在簡易檢索下同時開啟上述三個

選項欄位，則其設定檢索條件的精確程度與進階檢索相去不遠。所以本人很推薦

大家使用簡易檢索模式，因為它很簡便，但必要時也可以設定得相當精確。 

 

 

（一）nach Dokumenten suchen 基本檢索條件設定 

可以在此設定的基本檢索條件包括： 
1. enthaltene Wörter：所含關鍵字。在輸入關鍵字時，可如前文所述輸入*符號，

以表示不特定結尾的功能。 
2. Suchmodus：檢索模式 
─UND 模式：二個以上關鍵字皆須存在； 
─ODER 模式：其中一個關鍵字存在即可； 
─Phrasensuche 模式：所輸入的關鍵字皆須存在，且須依所輸入的順序出現。 
3. Suchbereich：檢索範圍 

可勾選展開選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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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「檢索範圍」的選項下，您可以將檢索限定在特定的資料領域（資料組合）中，

但也可以選擇全部資料種類都檢索。 
4. Wortstammsuche：字根檢索 
若您勾選字根檢索的功能，相同字根的字都將被檢索。在字根檢索模式下，您可

以在全文檢索時，同時檢索某一個字的單數型與多數型，或者將某一個字的各種

字尾變化同時納入檢索範圍。例如： 
輸入：Vertrag 且勾選字根檢索 
則 Verträge、vertraglich 等同字根的字都將被檢索； 
或者輸入 national，則 nationales 也將被檢索。 
 

 
例如：vertrauensschutz* rückwirk* 

 

  

可輸入關鍵字 可選擇檢

索模式 

檢索範圍 

勾選啟動字根檢索 

輸入關鍵字  

點選執行檢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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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nur bestimmte Dokumentarten 設定特定文獻類型 

 此處可以勾選（複選）您所欲檢索的文獻類型，例如期刊論文（Aufsätze）、

註釋書（Kommentare）等。 

 

設定特定文獻類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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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weitere Einschränkungen 設定其他檢索條件 

 於此可以進一步設定的檢索條件包括： 
─nur in Überschriften suchen（僅於標題中檢索）； 
─Bezug zur Vorschrift（與某一法律條文有關），例如您欲檢索裁判，您可以在此

一欄位中鍵入 hgb（Hadelsgesetzbuch 商法典）或 42 vwgo（行政法院法第 42 條）。

如此將可使您只檢索與前引條文有關的判決； 
─nur in den letzten x Jahren（僅檢索幾年內的文獻）； 
─Entscheidungen nur von Bundesgerichten（僅檢索聯邦法院的裁判）； 
─Gericht/Behörde/Autor（輸入作成裁判的法院名稱、作成行政文書的行政機關

名稱或學術著作的作者姓名）。 

 

 

（四）Darstellung in der Trefferliste 檢索結果清單顯示設定 

此處可以設定檢索結果清單顯示的方式： 
1. maximale Treffer（檢索結果所容許的最大文獻筆數），系統預設為 100。設定

的筆數愈高，檢索所需的時間通常可能更久。若檢索的結果超出該容許值，將僅

依排序顯示容許值筆數的資料； 
2. Anzahl pro Seite（每一頁顯示的筆數）； 
3. Sortierung（排序）；可供為排序的依據因素有： 
─文獻種類； 
─日期：文獻出版或作成日期； 
─重要性：所謂重要性係依據各該文獻中出現檢索關鍵字的機率高低而定； 
─標題； 
─作者。 

其他檢索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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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進階檢索(Spezialsuche) 

 進階檢索的檢索條件輸入畫面設計較為詳細，原則上一次僅能（經由勾選）

檢索一類的文獻類型（例如裁判、期刊論文等），並在點選（僅能單選）類別後，

在開展後的畫面上輸入該類文獻的檢索條件。大體而言，進階檢索所可輸入的檢

索條件，與「簡易檢索」中逐項開展後所得設定的條件差別有限。礙於篇幅請讀

者於使用時自行參閱，暫不贅述。 

 

四、藉由「資料庫收藏目錄」（Inhaltsverzeichnis）檢索 

請點選畫面左側 Inhlat 的圖樣，即可瀏覽 beck-online 法學資料庫收藏資料的

目錄，並可進一步點選閱覽。 

設定檢索結果顯示 

進階檢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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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委託檢索（Suchauftrag） 

在進行「簡易檢索」與「進階檢索」時，您可以點選畫面中的 Suchauftrag
字樣，啟動檢索委託。一旦您啟動此一功能，系統將記錄您該次檢索所設定的條

件，一旦資料庫收錄了符合此一檢索條件的新文獻，便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您。但

使用此一功能的前提是，您必須先在系統中登錄個人資料（點選畫面左側的

Service 圖樣），並於進入 beck-online 系統頁時，點選本校校名下的 mein login 字

樣輸入個人代碼與密碼登錄，讓系統辨識您的身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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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 beck-online 系統頁時，點選本校校名下的 mein login 輸入帳號與密碼登錄 

 
  

新增個人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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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行檢索時，可點選 Suchauftrag，啟動委託檢索。 

 
  

 

 

點選展開委託檢索 

自訂檢索名稱。可輸

入本次檢索關鍵字

設定檢索週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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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檢索結果的呈現與進一步利用 

一、顯示全文 

當畫面顯示檢索結果清單時，使用者可以點選文獻篇名或其出處頁數，以顯

示該篇文獻之全文。 

 
  

 

二、顯示含有關鍵字的語句（Suchbegriff im Kontex） 

當畫面顯示檢索結果清單時，在每一筆文獻中都可以看到 Suchbegriff im 
Kontex 的字樣，點選該字樣後系統將顯示含有檢索關鍵字的全部語句。藉此功

能使用者可以瞭解本篇文獻參考價值的高低，這是非常重要而實用的功能。在進

點選篇名或出處頁

數，以顯示全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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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Suchbegriff im Kontex 功能時，我們可以點選畫面上方的 zum 
Volltextdokument，不必回到檢索結果清單頁、直接顯示該篇文獻的全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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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顯示某一筆文獻被其他文獻引用之情形（Verweise） 

 在檢視文獻全文時，每一篇文獻第一頁的右上方都有 Verweise 字樣，點選

之後將顯示本篇文獻被其他文獻引用的情形。藉此功能可以進一步追蹤查詢與此

一主題有關的、更新的資料。 

 
  

 



 24

四、全文閱覽時經由註釋中「紅色字體」超連結至其他文獻 

全文閱覽時經由點選註釋中的「紅色字體」，可以超連結至其他文獻。若該

紅色字體表示頁碼，則將直接跳至該筆資料的該頁；若紅色字體表示期刊的某一

年份，則將超連結至該期刊該年份的第一頁。 

 

五、存檔與列印 

 欲將資料存檔時，可以點選畫面上方的 符號，其後將開啟單獨視窗，以

便您將文獻儲存。若使用者欲列印文獻則點選畫面上方的 符號即可。 

六、翻閱檢索資料 

 藉由點選畫面上方的 或 符號，吾人可以跳到前一份或下一份文獻。若

使用者正在閱讀某一部法典或某一部逐條註釋書，則可藉由點選 或 符號跳

到前一條或下一條。在查閱法律條文的逐條註釋書時，點選 或 符號將使畫

面跳至前一個或後一個標題；至於 與 符號則分別表示前一個或後一個邊碼

（Randnummer）。在閱讀期刊文獻時， 或 則表示到前一頁或後一頁。在閱讀

全文時，可以在檢索的關鍵字前後分別看到 與 這二個符號（換言之，每一

個關鍵字都是被這組符號前後包夾），此時這組記號分別表示跳至前一個或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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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檢索關鍵字處。 

七、未查獲任何文獻時所出現的訊號 

 當資料庫系統執行使用者所輸入的檢索條件而未查獲任何文獻時，畫面右上

方將出現以紅線為邊、粉紅色為底的方塊，註明： 
Hinweis: 
Es wurden keine Treffer gefunden ! 


